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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肝油（英文名：cod liver oil）。从鲨鱼、鳕鱼等的肝脏中提炼出来的脂肪，黄色，有腥味，主要
含有维生素A和维生素D。常用于防治夜盲、佝偻病等。
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作为婴
幼儿的必备维生素补充剂，鱼肝油等儿童药品的安全性无疑至关重要。专家表示，截至**国内鱼肝油市
场仍存在乱象，关注儿童药品安全、规范鱼肝油市场，仍是当务之急。
截至**，国内涉及鱼肝油生产企业上百家，分为药品、保健食品和食品。其中药品的需求好于保健
食品和食品，山大华特生产的伊可新销售额约占国内鱼肝油市场的60%。
**-**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15041000）出口数据统计表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通过鱼肝油项目研究团队多年对鱼
肝油行业的监测调研，结合中国鱼肝油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趋势，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一手的调研
资料数据，对鱼肝油行业现状及趋势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采用定量及定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撰写
而成。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鱼肝油行
业的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鱼肝油行业前景预判，挖掘鱼肝油行业投资价值，同
时提出鱼肝油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鱼肝油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鱼肝油的概念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6/21/YuGanYouDeFaZhanQuShi.html
一、鱼肝油的定义
二、鱼肝油的特点
三、鱼肝油的应用
第二节 鱼油制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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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效应用
二、选购常识
三、鱼油与鱼肝油的区别
四、鱼油与药物的区别
第二节 鱼油成分解析
一、EPA——守护血液循环
二、DHA——活化脑细胞，健康好视力
三、OMEGA-3——抗发炎、调节荷尔蒙分泌
第二章 2017年世界鱼油行业整体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世界鱼油行业市场发展格局
一、世界鱼油市场特征分析
二、国际市场鱼油产品两大类别
三、世界鱼油产业动态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世界鱼油市场分析
一、国际鱼油市场再掀涨价潮
二、全球发展不均衡
三、世界鱼油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世界鱼油品牌主要国家分析
一、美国市场主要鱼油品牌测评
二、日本鱼油在那里也已形成了红火的产业
第四节 2018-2025年世界鱼油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章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PEST分析法）
第一节 2017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鱼肝油行业政策
二、鱼肝油相关行业政策
三、鱼肝油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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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四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鱼油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鱼油原料分析
一、鳕鱼鱼肝油
二、保健食品级鱼油
三、药品级鱼油
第二节 中国鱼油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鱼油制品规模较小
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渔产品进出口国
三、鱼油产品至今尚未形成消费热潮
第三节 中国鱼油提取技术分析
一、中国鱼油提取技术现状
二、技术成熟度分析
三、最新技术进展情况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中国鱼油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五章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鱼肝油行业特点分析
二、中国鱼肝油行业技术发展分析
三、中国鱼肝油价格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一、中国鱼肝油供给分析
二、中国鱼肝油市场需求分析
三、中国鱼肝油市场销售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第六章 2013-2017年中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咨,询,电,话,0,1,０,6,6,1,8,1,0,9,9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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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yúgānyóu hángyè yánjiū fēnxī jí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七章 2013-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15041000）
2009-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15041000）行业进口数量统计表
二、进口金额分析
2009-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15041000）行业进口金额统计表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2009-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15041000）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鱼肝油及其分离品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消费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消费者收入分析
一、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分析
二、2017年消费者收入水平
三、消费者信心指数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目标客户群体调查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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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一、鱼肝油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
二、鱼肝油行业的需求情况分析
三、鱼肝油品牌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消费市场状况分析
一、鱼肝油行业消费特点
二、鱼肝油消费者分析
三、鱼肝油消费结构分析
四、鱼肝油消费的市场变化
五、鱼肝油市场的消费方向
第九章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品牌竞争分析
二、价格竞争分析
三、营销方式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鱼油市场竞争格局
一、澳洲鱼油品牌登陆中国
二、医药保健产业格局将面临激烈震荡
三、从OEM观看鱼油市场违规竞争
第三节 2017年中国鱼肝油企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章 2017年中国鱼肝油优势企业竞争性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节 上海恒寿堂药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2018-2025年中國魚肝油行業研究分析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广州珠江制药厂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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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北海蓝海洋生物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海南壹号药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六节 沧州市海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2018--2025 year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of China cod liver oil
industry forecast report
第七节 辽宁三达药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节 前川天然味品（嘉兴）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九节 浙江神舟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节 宁波启盛生物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一章 2017年中国保健品产业市场发展格局分析
第一节 保健品简述
一、保健食品
二、保健药品
第二节 2017年中国保健品业发展动态
一、中国保健品开辟入美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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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胶囊包装在药品保健品中应用现状浅析
三、消费者质肄保健品存在虚假宣传
四、中国消费者对保健品认识狭隘
第三节 2017年中国保健品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中国滋补类保健品销售情况
二、中国保健品市场营销现状
三、中国保健品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保健品业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鱼油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鱼油类产品的多作用性决定了鱼油在国际市场上的长盛不衰
二、各种含EPA、DHA成分的保健品成为国际医药市场的新宠
三、保健品行业绿色天然产品发展空间巨大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鱼肝油市场供需预测分析
二、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业预测分析
三、鱼肝油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规避指引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投资周期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二、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原料供给风险
四、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四节 北′京′济′研:2018-2025年中国鱼肝油行业投资规划指引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7年中国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CPI、PPI月度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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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季度增速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图表 2017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照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增速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及增速变化图
图表 2017年中国人民币利率调整表
图表 我国历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7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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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单位：亿元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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